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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野生动物既是对生命的尊重尧对自然
的敬畏袁也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袁是人类
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国
民的心遥 中国科学院院士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高福 1 月 22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袁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
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遥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 2002
年底至 2003 年初出现的 SARS 疫情遥当年的病
原体也是冠状病毒袁 事后证实了病毒源头是中
华菊头蝠袁经由宿主果子狸传染至人类遥 那次
疫情造成全球约 800 人死亡袁教训非常惨痛遥

SARS 疫情的出现袁 让很多人对野生动物
传播传染病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袁增加了防
范意识袁并进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遥 同时袁对
野生动物的保护重视程度也有所增强袁各地相
关部门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进行严厉
查处遥 但是时间一长袁人们似乎忘记了当年的
伤痛遥 17 年过去了袁吃野生动物的陋习还没有
彻底改变袁导致再次出现了新的疫情遥 一些人
或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袁或是为了猎奇袁抑或
是为了炫耀袁猎杀尧饲养尧销售尧食用野生动物
的行为屡屡发生院有人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白鹤后在网上晒自己的成果曰前不久一则新闻
报道中提到袁哈尔滨通河县某镇政府食堂存放
着熊掌尧狍子等野味曰把猕猴尧小浣熊尧猫头鹰尧
松鼠等野生动物作为宠物饲养的人也不在少
数遥 在此次疫情中提到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袁
鸵鸟尧孔雀尧竹鼠尧狐狸尧果子狸等野生动物被
明码标价售卖袁令人触目惊心遥

根据美国科普作家大卫窑夸蒙估计袁 由病
毒感染引起的人类疾病袁 约有 60%来自动物遥
人与野生动物本应有一个安全距离袁但人类活
动的范围逐渐扩张袁与动物的接触也越来越频
繁遥 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逐渐消失袁不仅侵害
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袁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
极大的风险遥 此次疫情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遥

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保护野生动物袁不单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
性袁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遥 不管是食用
野生动物袁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
蚀袁 都使得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面大幅增加袁不
仅造成越来越多曾与人类相伴的物种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袁还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
播创造了条件遥 从地球生态链来看袁只有野生
动物健康尧生态系统健康袁人类才会健康袁才会
有未来遥

目前袁湖北尧广东等地纷纷部署行动袁加大
农渊集冤贸市场及各类经营场所监管力度袁严禁
非法养殖尧加工尧经营各类野生动物遥 吉林尧辽
宁等多个省份也发布了不食用野味的提醒遥 这
些举措是必要的袁但希望不是一阵风遥 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举措需要常态化尧长效
化袁无论有无疫情袁需要一以贯之遥 只有如此袁
叶野生动物保护法曳 等法律法规才可以真正执
行到位遥

当然袁 除了严格执法和法律的刚性约束
外袁 更需要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价值理念袁提
升生态文明素养袁养成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
习惯遥

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 我们从吃不饱到吃得
饱再到吃得好遥 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袁但我们的
思想理念尧价值取向尧生活方式尧文明素养却没
有完全跟上遥 生活富足了袁精神的富足也很重
要遥 保护野生动物既是对生命的尊重尧对自然
的敬畏袁也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怀袁是人类
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遥

不管是当年的 SARS 疫情袁还是此次新疫
情袁都明确告诉我们袁必须摒弃不良的消费习
惯和生活方式遥 绿色生活方式内容丰富袁多种
多样袁但就当下来说袁不猎杀食用野生动物就
是一条底线遥 我们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袁审视
自己的行为袁真正做到热爱自然尧保护自然尧顺
应自然袁从改变自身做起袁让绿色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习惯成为社会的主流遥

野我这 20 亩鱼塘袁 这几天正在
修建塘底排污装置尧沉淀池袁建成后
将采取人放天养的生态健康养殖方
式袁不再肥水养鱼了袁鱼的品质提升
了袁收入还会增加遥 冶近日袁四川省仁
寿县曹家镇水星村村民陈骁向前来
参观学习的村民们高兴地说道遥

在仁寿袁 像陈骁一样实施生态
养殖的鱼塘有 2.5 万亩遥仁寿县把整
治小流域污染尧提高水污染防治尧帮
助群众增收作为办实事内容之一遥
通过水产养殖调研袁 该县在充分征
求养殖户意见的基础上袁 制定了全
面禁止肥水养鱼尧新增鱼塘的政策袁
通过推行人放天养尧塘底排污尧鱼菜
共生等养殖方式袁 使水产品品种结
构尧品质尧质量尧安全监管和水产技

术推广不断完善遥
野鱼塘建成后袁通过水压将池塘

底部鱼类粪便尧 残饵和淤泥经放水
到三级沉淀池袁 沉淀的淤泥作为山
上果树的肥料袁 既减少鱼类发病提
升了鱼类的品质袁又增添了果树的
肥料袁可谓是一举多得遥 冶陈骁不断
给水产养殖户介绍生态养殖的好
处遥 他作为全县首批水产生态健康
养殖试点户袁享受了财政配套政策
带来的红利遥 据介绍袁仁寿县为试
点乡镇采取底污干湿分离和池塘
内循环等生态健康养殖技术的养
殖户袁财政按照不超过总投资额的
50%给予试点补助袁 把鱼塘养殖的
重心由注重数量转到提高质量和
效益上遥

2019 年袁 在文林镇吊庆社区养
殖户黄杰明 300 亩的承包鱼塘里袁
安装上了县农业农村局送来的 1000
平方米生物浮床袁 浮床上种植水稻
和空心菜袁实现野鱼要粮要菜冶共生袁
达到水质净化和增收双赢遥 通过浮
床上的植物吸收氨尧氮等有害物质袁
水藻明显减少袁 水质和鱼的品质都
有提升袁 现在养的鱼远销成都和重
庆袁销路不愁尧效益增加遥

据了解袁 该县已有 107 座水库
按照法定程序袁在去年 12 月底前予
以解除合同袁一律不再对外发包袁目
前已有 30 座收回承包权遥 全县水库
及集体水域一律采用人放天养模式
进行生态养殖遥

刘一明

记者从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获悉院近年袁四川严
格控制农业土壤污染袁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专项
行动袁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同时袁农药化肥使用量已
连续三年负增长遥 同时袁去年全省农膜回收率提高
到 80.2%遥

据介绍袁 四川通过因地制宜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尧机械深施尧水肥一体化尧有机肥替代等关键技
术袁去年全省化肥使用量减少到 235 万吨遥 同时袁通
过提升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和专业化统防
统治覆盖率袁 去年农药使用量减少到 4.45 万吨袁连
续三年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负增长遥 同时袁四川进
一步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袁去年全省农膜回收利
用率提高到 80.2%遥

为加强土壤污染源头控制袁2019 年四川对土壤
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土壤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遥
2020 年袁四川的 6 个国家级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
术应用试点项目将全部完成袁并在土壤污染防治方
面继续探索部门协同管理尧风险排查尧协同预警等
机制遥 张文

西藏去年投入 117 亿元筑生态屏障
2019 年袁西藏累计投入 117 亿元构建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袁将生态领域投入增幅提高到 20%以上袁地级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9%以上袁地表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遥

近年来袁西藏已完成生态红线初步划定袁将 45%的
区域列入最严格保护范围袁 累计命名自治区级生态县
17 个袁生态乡 213 个袁生态村 2373 个遥同时袁自治区在重
点区域开展增植生态公益林尧 防沙治沙尧野两江四河冶流
域造林等绿化工程袁全年新增造林 130.7 万亩袁提前在
有条件的地方消除野无树村冶野无树户冶野无树单位冶袁落实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各类奖补资金 97.7 亿元遥

徐驭尧

银为防控疫情袁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
镇在辖区各村设置了近 150 个废弃口罩专用投放
箱袁实行统一收集尧集中处置袁方便群众投放遥 同
时袁当地还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袁实行网格化管
理袁 按片区尧 分段块进行拾捡废弃口罩并沿路宣
传袁倡导群众科学防范袁讲究卫生袁预防废弃口罩
乱丢导致野二次污染冶遥 朱海洋 摄

防范疫情从改变生活陋习开始
阴宋杨

四川仁寿县取缔肥水养鱼人放天养

让水清鱼鲜

四川去年农膜回收率超八成


